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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連同有關比較數字。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2 146,538 200,495
銷售成本 (125,199) (180,127)

  

毛利 21,339 20,368
其他收入 4 337 747
銷售及分銷費用 (4,432) (4,381)
行政開支 (8,137) (8,271)

  

經營溢利 9,107 8,463
融資成本 5 (909) (2,231)
重組成本 (19,891) –
計劃之收益 6 1,551,776 – 

 

除稅前溢利 1,540,083 6,232
所得稅開支 7 (2,007) (1,776) 

 

期內溢利 8 1,538,076 4,456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537,481 4,011
 非控股權益 595 445 

 

1,538,076 4,456 
 

（重列）

每股盈利
 基本（每股港仙） 9 795 4

  

 攤薄（每股港仙） 不適用 不適用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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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8 1,538,076 4,456

其他全面收益：
將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1,027 123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1,027 12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1,539,103 4,579 
 

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1,538,443 4,124

 非控股權益 660 455 
 

1,539,103 4,579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5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1 1,333 1,207
商譽 14,202 14,202

  

15,535 15,409
  

流動資產
存貨 18,945 13,004
應收賬款 12 48,730 62,75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0,509 20,236
銀行及現金結餘 167,686 9,424

  

245,870 105,41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 13 25,099 32,411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7,557 13,787
應付計劃債權人款項 6 56,907 –
應付已不再綜合計算之附屬公司款項 – 416,314
應付投資者之款項 14 – 11,300
財務擔保負債 15 – 1,118,325
可換股票據 – 78,367
承兌票據 – 19,091
即期稅項負債 10,361 10,375 

 

119,924 1,699,970 
 

流動資產╱（負債）淨額 125,946 (1,594,553) 
 

資產╱（負債）淨額 141,481 (1,579,144) 
 

股本及儲備
股本 16 13,217 356,936
儲備 124,298 (1,939,386)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虧絀） 137,515 (1,582,450)
非控股權益 3,966 3,306 

 

權益╱（虧絀）總額 141,481 (1,57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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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賬 法定儲備 資本儲備
以股份支付
之薪酬儲備

外幣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356,936 614,493 220 3,020 – 934 (2,558,053) (1,582,450) 3,306 (1,579,144)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 – 962 1,537,481 1,538,443 660 1,539,103

資本重組 (356,579) – – – – – 356,579 – – –

股份認購 9,700 135,800 – – – – – 145,500 – 145,500

公開發售 1,785 24,986 – – – – – 26,771 – 26,771

公開發售之相關交易成本 – (669) – – – – – (669) – (669)

向債權人發行股份 661 9,259 – – – – – 9,920 – 9,920

發行紅股 714 (714) – – – – – – – –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13,217 783,155 220 3,020 – 1,896 (663,993) 137,515 3,966 141,481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356,936 614,493 220 3,020 1,904 571 (2,568,290) (1,591,146) 2,227 (1,588,919)

本期間全面收益總額 – – – – – 113 4,011 4,124 455 4,579

於購股權失效時轉移 – – – – (1,904) – 1,904 – – –          

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356,936 614,493 220 3,020 – 684 (2,562,375) (1,587,022) 2,682 (1,584,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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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7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營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淨額 17,375 (2,007)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445) (198)

融資活動所得現金流量淨額 140,301 –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增加╱（減少）淨額 157,231 (2,205)

外匯匯率變動之影響 1,031 –

於期初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424 20,237
  

於期末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67,686 18,032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之分析
銀行及現金結餘 167,686 18,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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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時裝及紡織業務。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
中期財務報表（「中期財務報表」）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
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六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
製。

中期財務報表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份
財務報表所規定之全部資料及披露，故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在編製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規定之中期財務報表時，管理層須作出判斷、
估計及假設，而該等判斷、估計及假設會影響政策應用及按年度相應期間呈報之資產
及負債、收入及開支金額。實際結果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編製中期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所遵循者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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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續）

於本期間，本集團已採納與其業務相關及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開始之會計期
間生效之所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導致本集
團之會計政策、財務報表之呈列方式以及本期間及過往期間之呈報金額出現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
已著手評估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惟尚未確定該等新訂及經修
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會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

中期財務報表乃以港元呈列，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

2. 營業額

本集團之營業額如下：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銷售貨品 146,538 200,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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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3. 分類資料

分類溢利或虧損不包括融資成本、所得稅以及未分配企業收入及開支。分類資
產不包括銀行及現金結餘以及其他未分配企業資產。

本集團之唯一經營分類為時裝及紡織業務。有關須報告分類溢利或虧損及分類
資產之資料：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入 146,538 200,495

分類溢利 10,041 8,455

利息收入 6 8

利息開支 909 2,231

添置分類非流動資產 445 882
  

於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分類資產 80,445 9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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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3. 分類資料（續）

須報告分類溢利之對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報告分類溢利總額 10,041 8,455

其他未分配收入╱（開支）：
利息收入 6 8

利息開支 (909) (2,231)

所得稅開支 (2,007) (1,776)

計劃之收益 1,551,776 –

企業及未分配虧損 (20,831) –
  

綜合期內溢利 1,538,076 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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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4. 其他收入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Advance Lead International Limited

 （「投資者」）退還重組開支 331 720

利息收入 6 8

其他 – 19
  

337 747
  

5. 融資成本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利息開支：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可換股票據 – 1,404

 —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承兌票據 909 827
  

909 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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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6. 計劃之收益

根據債權人與本公司訂立之安排計劃（「計劃」），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投資
者完成認購本公司股份後，本公司以支付現金約56,907,000港元及按每股0.15港元發
行66,133,333股本公司股份之方式悉數免除及解除於計劃生效日期（即二零一一年
十一月十一日）結欠本公司債權人（「計劃債權人」）之債務。此外，本公司於全資附屬
公司Lucky Formosa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之全部權益已轉移至計劃項下計劃管
理人之代名人。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千港元
（未經審核）

已解除債務：
 財務擔保負債 1,118,325

 可換股票據 78,367

 應付已不再綜合計算之附屬公司款項 416,328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5,583
 

1,618,603
 

以下列方式支付：
 應付計劃債權人之現金代價 (56,907)

 向債權人發行股份 (9,920)
 

(66,827)
 

計劃之收益 1,551,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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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7. 所得稅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稅項 — 香港利得稅
 期內撥備 125 312

即期稅項 — 海外
 期內撥備 1,882 1,464

  

所得稅開支 2,007 1,776
  

香港利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稅率16.5%（二零一二年：16.5%）計算。

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所產生稅項支出乃根據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有
法例、詮釋及慣例按其現行稅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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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8. 期內溢利

本集團之期內溢利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達致。

截至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董事酬金 25 –

折舊 316 165

出售存貨成本 125,199 180,127

僱員成本 4,818 4,285
  

9.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擁有人於六個月期間應佔溢利
約1,537,481,000港元（二零一二年：4,011,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
平均數193,364,120股（二零一二年：107,080,947股）計算。截至二零一三年及二
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各自
已就本期間本公司所進行股份合併、紅股發行及公開發售（附註16）作調整及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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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9. 每股盈利（續）

每股攤薄盈利

由於本公司期內並無任何潛在攤薄普通股，故未有呈列每股攤薄盈利。

10.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二年：
無）。

11. 物業、廠房及設備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期╱年初 1,207 949

添置 445 641

匯兌差額 (3) 4

折舊 (316) (387)
  

期╱年末 1,333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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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2. 應收賬款

除現金及信用卡形式之銷售外，發票之一般付款期為發出日期起計30天至90天。
應收賬款在不可能悉數收回時按其原有發票金額減減值撥備確認及列賬。壞賬於產生
時撇銷。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結束時之應收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20,657 27,167

31至60日 17,784 12,240

61至90日 5,350 12,486

91至120日 1,884 4,481

120日以上 3,055 6,379
  

48,730 62,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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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13. 應付賬款

以下為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於報告期結束時之應付賬款賬齡分析：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1至30日 13,693 18,328

31至60日 7,540 11,409

61至90日 2,748 2,181

91至120日 252 56

120日以上 866 437
  

25,099 32,411
  

14. 應付投資者之款項

於二零一零年八月六日，本公司之直接全資附屬公司Alfreda Limited（「Alfreda」）
與投資者訂立有抵押貸款融資協議，據此，投資者同意向Alfreda提供融資高達
20,000,000港元。期內，應付投資者之款項已悉數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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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5. 財務擔保負債

本公司已就旗下附屬公司若干銀行貸款提供公司擔保，該等附屬公司自二零零
八年四月一日起已不再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內綜合計算。緊接二零一三年九月
十八日前，本公司之財務擔保負債約為1,118,32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約1,118,325,000港元）。該等本公司負債已根據計劃解除，詳情載於附註6。

16. 股本

二零一三年
九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法定股本：
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附註 (i)） 5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1,321,682,525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普通股
 （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569,364,916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3,217 356,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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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二零一三年中期報告

16. 股本（續）

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變動概列如下：

已發行
股份數目

已發行
股份面值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二零一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 3,569,364,916 356,936

股本重組（附註 (i)） (3,533,671,267) (356,579)
  

35,693,649 357

股份認購（附註 (ii)） 970,000,000 9,700

公開發售（附註 (iii)） 178,468,245 1,785

向債權人發行股份（附註 (iv)） 66,133,333 661

發行紅股（附註 (v)） 71,387,298 714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1,321,682,525 13,217
  

附註：

(i) 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進行股本重組，涉及：

股份合併

股份合併，涉及將每1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已發行股份合併為1股面值10.00港
元之股份（「合併股份」）。

股本削減

股本削減，涉及將每股合併股份之面值由10.00港元削減至0.01港元以成為新股份。

股份拆細

股份拆細，涉及將每股法定但未發行股份拆細為1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已拆細
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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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6. 股本（續）

附註：（續）

(ii) 股份認購

股份認購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完成，據此，本公司按每股0.15港元之認購價向投資
者發行97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認購股份。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賬
分別增加9,700,000港元及135,800,000港元。

(iii) 公開發售

公開發售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完成，據此，本公司根據公開發售按每股發售股份0.15

港元之認購價發行178,468,245股每股面值0.01港元之發售股份，基準為合資格股東於股本重組
完成後每持有一股股份獲發五股發售股份。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賬分別增加
約1,785,000港元及約24,986,000港元。公開發售相關交易成本約為669,000港元。

(iv) 向債權人發行股份

根據附註6所詳述之計劃，計劃項下計劃管理人之代名人獲發行66,133,333股本公司股份。
因此，本公司之股本及股份溢價賬分別增加約661,000港元及約9,259,000港元。

(v) 發行紅股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根據紅股發行發行71,387,298股發售股份，基準為合資
格股東於股本重組完成後每持有一股股份獲發兩股紅股。公開發售部分所得款項淨額約714,000

港元撥入本公司之股份溢價賬作為進賬額，並已用作按面值繳足紅股，致使紅股按入賬列為繳
足形式配發及發行予合資格股東。因此，本公司之已發行股本增加約714,000港元，而其股份溢
價賬則減少約714,000港元。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董事並不知悉本集團有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無）。

18. 報告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結束後並無發生任何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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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重組及股份恢復買賣

期內，本公司成功完成連串企業重組行動，包括但不限於股本重組、債務重組、
以公開發售及認購方式集資、發行紅股及債權人股份。此外，根據香港高等法院日期
為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之頒令，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六日，對本公司提出之清盤呈
請獲撤銷，並解除臨時清盤人。由於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達成全部復牌
條件，故本公司股份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恢復買賣。

業務回顧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繼續專注從事成衣批發以及男裝、
女裝及童裝零售業務。本集團錄得營業額約146,5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約200,500,000港元），而經營溢利則較上一期間增加7.6%至約
9,1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8,500,000港元）。每股基本
盈利由截至二零一二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0.04港元增至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7.95港元。

本集團錄得經營溢利增長，反映本集團於復牌後維持穩定業務。

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二
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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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完成連串企業及債務重組行動後，本集團之財
務狀況顯著改善。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總值約為261,405,000港
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20,826,000港元），包括銀行及現金結餘約
167,68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9,424,000港元）。按流動資產約
245,87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05,417,000港元）除流動負債約
119,924,000港元（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699,970,000港元）計算，本集團於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之流動比率改善至2.1（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0.1）。

集團重組

根據本公司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效之計劃條款，本公司各除外附屬公
司（定義見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之通函）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因此，除外附屬公司之負債淨額並無綜合計入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
間之綜合財務報表內。

安排計劃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根據計劃條款，本公司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
日止結欠債權人之所有債務及負債均已解除，而本公司若干資產亦已支付或轉移至一
家代表債權人利益而持有資產之公司。根據計劃解除債務為本期間帶來收益約
1,552,000,000港元。

外幣管理

本集團大部分交易、資產及負債主要以本集團旗下實體之功能貨幣（即港元及人
民幣）計值。因此，本集團相信所面對外幣風險極微，故並無進行任何對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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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二零一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無）。

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重大資產抵押及或然負債（二零一三年三
月三十一日：無）。

資本架構

作為集團重組一部分，本公司已完成連串股本重組，包括股份合併、股本削減
及股份拆細。因此，本公司於股本重組後之法定股本由50,000,000,000股每股面值0.01

港元之股份組成，總面值為500,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本公司已 (i)根據包銷協議於公開發售項下發行
178,468,245股股份；(ii)根據認購協議向投資者（現為本公司控股股東）發行
970,000,000股股份；(iii)向合資格股東發行71,387,298股紅股；及 (iv)根據計劃向債
權人發行66,133,333股股份。公開發售及認購所得款項總額約172,000,000港元已撥作
擬定用途。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六日及二零一三年九月
十八日之通函及公佈。

於期末，本公司經發行公開發售股份、認購股份、紅股及債權人股份擴大之已
發行股份數目為1,321,682,525股，每股面值0.01港元。

重大收購、出售及重大投資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並無任何重大收
購、出售或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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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約有170名員工。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
止六個月，員工總成本（包括董事酬金）約為4,843,000港元。僱員酬金乃經參考市場
條款後釐定，符合業內同類職務之薪金水平。僱員因應個人表現酌情獲發年末花紅。
本集團根據相關法律及法規提供福利，包括香港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展望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本公司完成企業及債務重組行動後，本集團成功改善財務狀
況，由淨負債扭轉為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之淨資產約141,0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
年九月成功完成投資者（現為本公司控股股東）股份認購及公開發售新股份，為本集團
注入新營運資金，可供繼續經營並於日後擴展業務。

然而，考慮到成衣業務激烈競爭將為本集團之業務量及毛利率表現帶來壓力，
本集團一直審慎管理業務。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以審慎態度管理業務，確保為本
公司股東締造穩定前景。

董事於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之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彼等之聯繫人士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
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
債券中，擁有記入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予存置之登記冊，或須根據
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任何
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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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根據本公司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存置之主要
股東登記冊所示，下列股東已知會本公司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相關權益及淡倉。

姓名╱名稱 倉位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Advance Lead International

 Limited

好倉 實益擁有人 970,000,000 

（附註1）
73.39%

Easy Advance Investments

 Limited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
 之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1）
73.39%

Advance Shine Holdings

 Limited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
 之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1）
73.39%

仇百全先生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
 之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1）
73.39%

歐翠儀女士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
 之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1）
7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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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名稱 倉位 權益類別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概約百分比

周啓文先生 好倉 受主要股東控制
 之法團權益

970,000,000

（附註1）
73.39%

Eternal Well Trading Limited 好倉 受託人 66,133,333

（附註2）
5.00%

黎嘉恩先生 好倉 受託人 66,133,333

（附註2）
5.00%

楊磊明先生 好倉 受託人 66,133,333

（附註2）
5.00%

附註：

(1) 該等股份由Advance Lead International Limited實益擁有，而Advance Lead International 

Limited分別由歐翠儀女士及周啓文先生直接實益擁有30%及30%權益，餘下40%權益則
由Advance Shine Holdings Limited之全資附屬公司Easy Advance Investments Limited所擁
有。仇百全先生為Advance Shine Holding Limited之唯一實益擁有人。

(2) Eternal Well Trading Limited為由計劃管理人黎嘉恩先生及楊磊明先生擁有及控制之特殊
目的公司，旨在根據計劃安排代表債權人利益持有本公司股份。根據安排計劃之條款，
Eternal Well Trading Limited所持股份將由計劃管理人變現以分派予受理申索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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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資料變更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之披露規定，董事資料變更載列如下：

董事姓名 變動詳情

吳卓凡 — 獲委任為主席兼授權代表及辭任本公司之公司秘
書，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起生效

楊秀嫺 — 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自二零
一三年九月十八日起生效

鄧國洪 — 辭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起生效，並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二零
一三年十一月五日起生效

鍾衛民 — 由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自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起行效

— 辭任本公司授權代表，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起生效

— 辭任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1175）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三年七月八
日起行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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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姓名 變動詳情

麥家榮 — 辭任本公司授權代表，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起生效

— 獲委任為宇陽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117）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
日起生效

— 辭任泰盛實業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1159）之
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起
生效

— 獨委任為福記食品服務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1175）之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三年七月八
日起行效

陳志遠 — 辭任江山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295）之執行
董事兼主席，自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起生效

謝祺祥 — 獲委任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一三年
八月二十九日起生效

除上文所述者外，概無其他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B(1)條予以披露之資料。

購買股份或債券之安排

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概無於期內任何時間訂立任何安排，致使董事可藉購入本
公司或任何其他法人團體之股份或債券而獲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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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認為，緊隨本公司恢復買賣後，本公司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企
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惟偏離守則第A.4.1條除外。本公司已成立提
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審核委員會，並根據守則採納相關職權範圍。

根據守則第A.4.1條，非執行董事應有特定任期，並須接受重選。截至二零一三
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全體現任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並無獲委以特定任期，
惟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條文於本公司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
及接受重選，以及最少每三年於股東週年大會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一次。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標準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
彼等均已確認於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規定
標準。

審閱中期報告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經由審核委員會審閱。

承董事會命
佑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鄧國洪

香港，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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